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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本报讯 记者董梓童报道：2 月 3 日，
由中国光伏行业协会主办的 “光伏行业
2020 年发展回顾与 2021 年形势展望研讨
会”召开。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兼
秘书长王勃华会上指出，在未来光伏装机
结构方面，电站大基地开发将成为发展趋
势。 在既定发展目标的引领下，我国能源
转型加速，这背后需要大项目支撑。 而电
站大基地的优势在于能够迅速扩大清洁
能源的资产规模，有效提升发电质量和经
济效益，将成为提前实现“碳达峰”的有效
途径。

记者在会上了解到，2020 年全年，我
国光伏新增装机规模达到 48.2 吉瓦。 截至
2020 年底，我国光伏累计装机规模突破了
253 吉瓦。 王勃华表示，2020 年，我国光伏
累计装机、 新增装机规模继续保持全球首
位，这一成绩是在全球疫情严重、经济倒退
的情况下取得的，可谓逆流而上。

数据显示，2020 年第一季度， 由于人
员、物料无法到场，我国光伏新增装机规模
仅为 4 吉瓦，较 2019 年同期下滑 23%。 此
后三季度，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管控措施见
效， 国内光伏企业迅速实现复工复产。 第
二、 三、 四季度新增装机分别实现 7.6 吉
瓦、7.2 吉瓦和 29.4 吉瓦，较上年同期增长
57%、23%和 109%。

同时， 光伏制造端各生产环节也稳步
增长， 为下游 EPC 项目建设打下坚实基
础。 2020 年，我国多晶硅、硅片、电池片、组
件产量分别实现 39.2 万吨、161.3 吉瓦、
134.8 吉瓦和 24.6 吉瓦， 同比增长 14.6%、
19.7%、22.2%和 26.4%。

市场的火热促使更多投资者将目光转
向光伏产业， 极大地带动了投融资规模的
快速增加。 据国金证券统计数据，2020 年，
光伏行业融资规模高达 682 亿元，较 2019
年的 180 亿元大增 279%；融资项目数量也
从 2019 年的 10 项增长为 2020 年的 33
项，同比增长 230%。

“2020 年， 行业出现的最大变化就是
社会关注度迅速提高， 整个光伏板块的融
资规模空前高涨， 金融市场的支持力度前
所未有。 ”王勃华说。

王勃华预计，2021 年全年国内光伏新
增装机规模为 55 吉瓦至 65 吉瓦，“十四
五”期间我国年新增装机规模将会在 70 吉
瓦至 90 吉瓦。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副理事长
兼秘书长王勃华：

集中式开发将成
光伏未来发展趋势

连日来， 各省区市陆续公布政府工
作报告，明确 2021 年重点工作。 记者梳
理发现，“碳减排”“碳达峰” 成为高频热
词，多地纷纷提出时间表、路线图。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 不同地区在
发展阶段 、经济实力 、资源禀赋等方
面有着较大差异，各地制定的达峰目
标、推进计划及措施也多有不同。 在
此背景下，省际间的“碳不公平”现象
开始引发行业关注。 “诸如内蒙古、山
西 、河北等地 ，化石能源生产较为集
中或自身产业结构偏向重化工业，在
为外省提供大量能源密集型产品的同
时，自身碳排放也在显著增加。 从某种
程度上说，这些地区相当于承担了外省
的部分排放量。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
院教授庞军说。

各地碳减排进度不一

统计显示，我国 70%左右的能源消费
来自城市，70%的二氧化碳也是由城市排
放。 因此，生态环境部明确表示“支持有
条件的地区率先达峰”。 一批省区市争相
行动起来。

“到 2025 年， 上海碳排放总量要力
争达峰，领先全国水平 5 年。 ”上海市生
态环境局局长程鹏表示，“十四五” 期间
将把降碳作为全面绿色转型的总抓手，
持续推动能源、工业、交通和农业等“四
大结构”调整。四川省生态环境厅总工程
师赵乐晨坦言，四川仍面临挑战，与碳达
峰、碳中和的要求存在巨大差距，需要设
立刚性总量目标，实施差异化增量控制，
全省多数城市应于 2029 年及之前达峰。
“2021 年， 山西将把开展碳达峰作为深
化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的牵引举措，
研究制定一系列行动方案。”山西省省长
林武也态度表明。

记者进一步了解到，目前，北京、天
津等 10 余省区市已制定自己的达峰方

案，且加入行动的省市数量还在增加。此
外， 国家已开展三批、87 个低碳省市试
点，其中有 82个试点提出达峰目标，计划
在 2020 年、2025 年前达峰的城市分别占
到 18 个、42 个。

“在碳达峰的路上，有些省市已经达
到或接近终点，有些地区仍在路上，有些
却尚未设定达峰时间和峰值。 ”一位熟悉
情况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尽管我国城
市在排放总量和结构上差异显著， 但全
国一半左右的碳排放， 集中来自于排放
量靠前的城市， 其减排效果是 2030 年前
能否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

地区间隐含“碳不公平”状况

竞相开展的减排行动， 不仅拉开地
区差距， 在一定程度上还伴随着 “不公
平”。

庞军表示， 省际间存在频繁的贸易
往来，让部分地区成为“隐含碳”净转入
地区， 无形中为外省承担了部分碳排
放，进而在碳排放空间分配及经济效益
上均处于劣势地位。“测算显示，隐含碳
转入总量最高的是内蒙古、 山西及河
北，前两个省份为煤炭主产地，而河北
重化工业较为集中。由于长期向外省提
供能源密集型产品，这些地区已成为碳
排放输入型省份。 反过来，广东、江苏、

浙江等地制造业发达，为维持自身经济
增长，需要从外省大量购买能源、原材
料及终端消费品，相当于通过消费其他
省份生产的高碳产品，将部分碳排放净
转移出去。 ”

庞军还称， 东部沿海部分发达城市
走在减排前列，已率先制定碳达峰目标。
其中，有的是真正通过技术升级改造、提
升节能水平， 及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等
方式减少排放； 但也不排除有地区只是
简单强调达峰， 将高碳产业转移出去。
“后者很有可能加剧接续省份的碳排放，
站在全国一盘棋角度， 需要警惕这样的
转移风险。 ”

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
中心教授王科表示，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
市场虽已启动，但前期仅纳入电力行业，
石化、 钢铁等排放大户依然交由地方自
主管理。 “一方面，相比其他生产经营成
本，减碳降碳的成本暂未引起足够重视，
没有明显通过产品链向下游传导。 减排
成本主要由生产者承担， 消费端并未付
出相应代价。 另一方面，各地减排的松紧
程度不一，标准和方式也不相同，地区减
排的不平衡性在所难免。 ”

坚持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在碳达峰目标下， 不同类型的城市

如何推进？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金南认为，
达峰行动应坚持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
则。 在国家层面，需加强统筹协调，提出
不同区域分阶段达峰路线图， 明确各地
达峰时限和重点任务。 以制定碳达峰行
动方案为契机， 各省区市也要结合自身
发展特点， 统筹推动产业结构、 能源结
构、交通结构等调整，促进低碳生产，打
造零碳排放示范工程。

“在制定达峰行动方案时， 应充分
考虑省际贸易隐含碳排放，科学界定不
同省份的减排责任并合理分配。 此外，
可综合运用多种市场手段，建立碳减排
资金的省际补偿机制。”庞军建议，一是
建立合理的能源定价机制，使环境成本
在能源价格中得到充分体现，利于有需
要的省份获得碳减排资金。二是发挥市
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利用碳交易
市场促进重点行业碳减排，并通过适度
的碳配额拍卖筹措碳减排资金。 三是
对于碳交易市场难以覆盖的行业和企
业，适时征收碳税，并利用碳税收入为
能源密集型产业或省份的碳减排提供
资金支持。

在上述人士看来，部分省份在输出
能源产品的同时，也相应获得了经济收
益。因此，排放无论发生在何地，生产端
均有责任尽可能提高效率、 改进管理，
以促进整体减排。 在此基础上，因地制
宜推进差别化减排措施，避免加重“碳
不公平”现象。

“对于处于劣势的省份， 应减少资
源型及高碳产品调出，主动改善不利的
减排地位。”该人士举例，高能耗强度的
重化工、数据中心等产业，可优先布局
在西北、 西南可再生能源资源富集地，
减少化石能源消费，促进可再生电力就
地消纳。 同时还可强化省际碳减排协
作，部分发达地区在经济相对滞后的地
区开展绿色项目投资，帮助后者实现低
碳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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